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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業多功能性為現今各國農業發展進程中的新典範，其核心概念是各種

商品與非商品的聯合生產成果，不僅強調生產的產出，且特別強調農業

的非商品產出。農業多功能性不只是一種理念，它已經具有理論基礎，

並且成為許多國家的農業政策主軸，一些國家都具體地實踐了農業多功

能性，這些實踐多功能性的國家基於各國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及文

化的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且符合該國需要的農業功能性。因此，本

研究針對農業多功能性的範疇回顧，提出生產、生態環境、農業文化(包

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為研究因子，依據行動者導向分析

路徑的基礎，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為研究場域，透過行動研究方法

進行農村工作坊的設計與實踐，試圖把農業多功能性的中心焦點放在農

場層級，特別是聚焦在多功能性農業實踐時的行動者學習過程上，將農

業非商品產出透過農村工作坊機制而內化，透過行動者們參與農村工作

坊的社會學習過程中，來實證行動者們(生產者、消費者)對於農業多元

價值的認知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鑲嵌，

可成為農村另類發展的模式，進而能在農村層級實踐農業多功能性。 

關鍵詞：行動者導向路徑、農業多功能性、社會學習、灣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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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生產論的論述，農業主要的功能為提供糧食衣物的滿足，到1980年代中期，

後生產論(post-productivism)，二為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對農業的價值有不

同的價值論述，這兩種論述被稱為新農業體制(new agricultural regime)，新體制

出發點雖不完全一致，但都認為，農業除了生產功能之外，還具有生態、景觀、

文化等功能，且這些功能與生產功能同等重要，使得農業的功能產生重大改變。 

我國從1990年開始，由政府提出三生農業的概念，就觀念而言，可以視為是

對新農業體制的正面回應(李承嘉，2007)。然而，我國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目

前並沒有相關的研究基礎，相關研究亦不多見。此外，對於農業的功能取捨，一

般須獲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因此在決定農業功能之前，經常透過民眾意見調查，

作為決策的參考(Hall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將彙整農業多功能性的相關農業

價值，建構後續研究構面的研究因子。另一方面，透過行動研究來設計幫西瓜找

主人成長系列工作坊和犀利農夫實力體驗工作坊，讓行動者參與工作坊的社會學

習過程中，檢視參與者們在灣寶社區參與相關農村工作坊對於農業多功能認知的

變化，藉由社會學習的過程讓集體自我反思，不同的參與者透過彼此的交流和對

話，發展出新的關係網絡。 

本研究的主旨則試圖探討研究農業多功能性實踐藉由行動者參與農村工作

坊的社會學習過程，對於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認知差異、行動者依據社會學習反

思與和檢討，並經由行動者導向路徑分析實證。因此，文的架構分為六個部分，

除了前言，首先，本研究針對農業多功能性的範疇回顧，以及農業多功能性之教

育功能的探索，提供後續農業多功能性對其個案研究的理論建構基礎。之後的第

三部份則針對社會學習理論探索的重要性，在現今管理者或決策者面對複雜性和

產生不確定性的環境，社會學習成為決策重要的選擇概念。第四部分，為研究方

法與設計的介紹，本文主要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做為例子，藉此設計二個農

村工作坊來探討實踐農業多功能性的可能和影響。第五部分，也是本文的重點，

本文藉由量化和質化研究分析方法，探討農業多功能性與社會學習的實踐，最後

則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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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探索與對話 

一、農業多功能概念 

農業多功能性主要在回應大眾對農業與鄉村地區重大與廣大改變的關懷，例

如；農業雖然在鄉村經濟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重要性已經降低，社會對農業

扮演的角色，則為符合新社會需求的後現代農業。另一方面，農業多功能性為現

今各國農業發展進程中的新典範，其核心概念是各種商品與非商品的聯合生產成

果，並特別強調農業的非商品產出，如社會、文化、景觀、生態及環境等功能。

誠如李承嘉等人(2011)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40年，農業主要的功能為提

供糧食衣物的滿足，但到1980年代中期，農業的功能產生重大改變，這個改變主

要來自兩種論述，一為後生產論 (post-productivism) ，二為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這兩種論述被稱為新農業體制(new agricultural regime)，新體

制出發點雖不完全一致，但都認為，農業除了生產功能之外，還具有生態、景觀、

文化功能等。 

農業多功能性是區別於一個農業固有的特點的「積極」觀點1，為一個積極

的發展工具，以促進永續性經濟和合作範圍(Marsden, 2003：185)，對於農業多

功能性之操作型定義而言，運作性定義應符合各成員國已經認可的多功能性核心

元素，多功能性的核心元素則為：「(1)多重商品與非商品產出的存在是由農業聯

合產出的；以及(2)某些非商品的產出呈現了外部性或公共財的特徵，市場對這

些財貨不具功能或功能不足。」(OECD, 2001:7)。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

農業多功能性可能提供不同程度和影響的理解範圍，為農業和農村政策帶來推力。

在歐洲農業模式的理論基礎，Piorr et al. (2005)說明亦即將農業視為多元複合產

出的產業活動，而農業多功能性的核心概念，則在於各種商品與非商品的聯合生

產(joint production)成果，特別強調農業的非商品產出(non-commodity outputs, 

NCO)，能以公共財或私有財的形式，進入到公共服務與市場流通的場域，其理

論架構如圖1所示。事實上，OECD對多功能性的界定比較偏好環境經濟的面向，

農業除了糧食衣物及商品生產外，經常還具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及經濟功能，後

者即包括了非商品的生產功能，非商品的產出被視為是商品產出的副產物，相對

地，在歐盟比較少強調糧食的生產(商品的產出)，反而比較重視資源保育、復甦

空間及文化景觀等(非商品的產出)(Wiggering et al., 2005)。 

然而，農業多功能性已成為一個歐洲農業和農村政策的重要參考關鍵

(Wilson, 2007;Moyer and Josling, 2002)，以及影響力超越了歐洲國內的農業食品

                                                 
1
農業多功能性不再是簡單的作為農民「生存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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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並延伸到國際貿易的討論(Potter and Tilzey, 2007)。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農業

多功能性被爭議於在實踐中如何被認同，皆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Marsden and 

Sonnino, 2008; Wilson, 2007; Marsden, 2003; OECD, 2001)，多功能性不只是一項

理念，它已經具有理論基礎，並且成為許多國家的農業政策主軸，包括歐盟、瑞

士、挪威、日本及南韓等都具體地實踐了農業多功能性(王俊豪，2007；Delgado 

et al., 2003；Garzon, 2005；Hediger, 2006；Bjørkhaug and Richards, 2008；Morgan 

et al., 2010；Ohe, 2011)。這些實踐多功能性的國家基於各國歷史、政治、社會、

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且符合該國需要的農業功能性2。 

 

 

 

 

 

 

 

 

 

圖1、多功能農業聯合產出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 Piorr et al.( 2005：13) 

目前農業多功能性的分類依各國家或組織對於農業多功能性則各有不同之

內涵，分別有：(1)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為，景觀、生物多樣性、土壤品質、

水資源的品質、空氣品質、水資源利用、土地保護、溫室效應、農村生活、糧食

安全、文化傳承、動物保育；(2)FAO聯合國農糧組織為，社會、文化、環境、糧

食安全等功能3；(3)歐盟為，環境、社會、經濟等功能4；(4)瑞士為振興農村地域、

                                                 
2
由於各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情況等有所不同，以致對於農業多功能性各

有其不同的義與解釋，以及對農業多功能性所支持與重視之項目也不盡相同，在實踐上體現農業

多功能性也會有所差異。 
3
社會功能為緩和都市化、農村社區生活、保護功能；文化功能為文化的傳承、確認傳統的價值、

提供美麗的農村景觀；環境功能為防洪、水源保護、土壤保持、生物多樣性；糧食安全功能為國

內糧食供應、國家策略需求。 
4
環境功能為非生物與生物資源、景觀與土地利用；社會功能為文化遺產、鄉村遊憩、食品安全；

經濟功能為就業與創造所得、鄉村企業活動、消減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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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貧困、天然資源的持續利用、保全環境(包括生物多樣性)、維持地域社會、

食品安全保障；(5)日本為，國土保育、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創造富麗農

村、文化傳承、遊憩功能、糧食安全、形成良好景觀、保健休養；(6) 韓國為，

糧食安全、環境功能、農村景觀、社會與文化的傳承、活化農村等相關分類(蕭

景楷等人，2003：134；陳怡婷，2008：25-26)。 

由於農業多功能性的研究有非常多元的觀點，著重的角度各有不同，依據

Renting et al.(2009)在回顧多功能性的相關研究之後，以分析路徑為基礎，將多功

能性分成四種觀念路徑(conceptual approaches)，這種觀念路經的區分，主要在說

明用何種方法來達成多功能性(引自李承嘉等人，2010：142)： 

1. 市場調節路徑(market regulation approaches)：此一路經與前述OECD用以

解釋及達成多功能性的觀點一致，其採取經濟學的供給面向來解釋多功能性，並

且試圖透過治理機制來建構農業非商品產出的市場，亦即將非商品市場與商品市

場脫鈎，以免市場扭曲效果對商品市場的影響。 

2. 土地使用路徑(land-use approaches)：此涉及農業多功能性與鄉村地區的空

間議題，景觀、生態、地理、土地使用計規畫與部份區域經濟，都屬於這一路徑。

此一路徑關心的為區域空間的土地使用，區域土地使用的決策通常為整體性的層

級，因此很少由農民或社區決定。 

3. 行動者導向路徑(actor-oriented approaches)：此一路徑把多功能性的中心

焦點放在農場層級，特別是聚焦在多功能性農業實踐時的行動者決策過程上。採

用此一路徑的學科主要為鄉村社會學、農業經濟及部分自然學科，研究的重點為

農場如何調適其經營方式，才能符合多功能的農業政策。 

4. 公共調節路徑(public regulation approaches)：此一路經的主要關注點在於

機關制度上，亦即在促進多功能性及監測多功能性對社會、經濟及環境的衝擊上

所應扮演的角色。採取此一路徑的主要為政治學、社會學及經濟學者，他們認為，

提供公共財為現代國家的主要責任之一。 

承如Renting et al.提出在農業多功能性的研究有非常多元的觀點與路徑，本

研究依據Renting et al.(2009：116-117)的行動者導向分析路徑 (Actor-oriented 

approaches)，特別是強化在描述和分析農業多功能的農業系統，包括行動者的動

機和他們的經濟、環境永續發展影響的實證，不但成功地創造農業功能組合和活

動協同合作的作用，且能維持弱勢(地區)規模的多功能農業實踐的意義和影響。

此路徑的分析重點比之前的群聚和農業企業，更普遍聚焦在微觀尺度，以行動者

為最常見分析單位，在社會科學研究之農業多功能性對於不同農戶類型和永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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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發展為重要的課題。在學科背景，偏向農村社會學和農業經濟的社會科學，且

也有一些自然科學貢獻，往往定位在更廣泛的跨學科的農業系統研究方法，影響

農業多功能性的框架之下應考慮相關農業活動的功能範圍包含有，農業、農村社

會，以及社會之間的關係變化的背景條件，而不是直接回應市場失靈的公共財的

問題。 

目前行動者導向路徑主要有三個研究農業多功能框架的方式分別有，(1)多

樣的農戶策略分析有「農業風格(farming styles)」和「活動系統(activity systems)」，

根據農戶家庭成員，(合併)活動的模式，和更廣泛的社會和市場，這些都是嵌入

式網絡的動機方向；(2)社會影響不同農場的發展軌跡研究，特別是在他們經濟

可行性於農場層級的經濟影響，現有研究說明，在不同的農場策略適應在農村景

觀形式或生物多樣性有差異，農民的類型為兼職、業餘愛好或自給型農業，在宏

觀經濟方面可能不太顯著，但在社區發揮了關鍵作用，能維持社會凝聚力、生活

品質和農村就業；(3)不斷變化的動機和行為者的身份為農業多功能性的動力，

傳統的社會和經濟研究主要研究農業作為追求利潤的活動，並作為農戶的一種手

段，在經濟上改善他們的生計。雖然這種動機仍然是重要的，但一些研究表示應

重視於非生產性的功能，例如農業活動也是維護文化遺產、分散風險，生活方式

的偏好。在改變身份和農業活動的意義達成農業活動，「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的價值可成為另類發展模式，以及新成員進入農村，農村空間的人口結構組成改

變和更廣泛社會需求影響農村認同的轉變。 

二、農業多功能之教育功能價值 

Shichinohe等人說明農業具有教育功能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被提出(轉引自

Ohe,2011)，教育功能的價值為讓人們認識農村的資源，例如農村文化、農家生

活，以及食物來源等相關知識和意義，最終引導全國城市和農村之間一個良好平

衡的資源分配。最近，英國、法國、日本等公共計畫加強農業教育方面和農村之

間的連接不斷出現(Graham, 2004；Regione Emilia-Romagna, 2005；Ohe,2007)。

這項服務可以成為農業的新角色(Ohe,2007)。農業多功能性之教育功能的性質是

有差異，第一個區別為，土地保護和景觀形成的功能直接影響到農村的資源和環

境，並間接影響人力資源的經濟單位；第二個區別為，教育本身具有的外部性，

教育功能的影響是直接對人力資源的運作(Arai, 1995)。 

Ohe(2011)指出農業多功能性在農場實踐中，農民運用農場的多樣性和養殖

經驗服務的提供，透過教育功能提供酪農業農場之農業多功能外部性內部化，其

教育功能由飲食文化和農業傳統被表現於普遍性技術和制度的聯合，為了促進農

場擁有多樣化，透過技術和制度的聯合來增強的外部性，且經由實證發現當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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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外部性內部化看作牛奶被生產過程結合為補充的服務，因此，農場可以朝

向一個新興教育服務的綜合管理成為在未來是完全因應的可行市場。 

(一)教育功能的多樣性與外部性關係 

Ohe (2011)說明多樣性與教育功能之間關係，是透過技術和制度聯合來決定

教育外部性，其教育外部性曲線為多樣性程度的關係。教育功能的獲得是從技術

和制度聯合所產生的總和。當多樣性活動的增加，技術聯合的貢獻會有所下降，

這是因為在早期階段的多樣化，仍然是以生產活動為主。在這個階段，技術聯合

內容包含簡單的生產更為嚴格和在多樣性較多的階段農民可以自行決定產品的

結合其替代性很少。因此，教育功能外部性曲線透過技術聯合將向右遞減(TJ曲

線)。另一方面，外部性源自制度聯合將增加多樣性的發展，例如透過加工生產

的產品。這是因為多樣化過程將加強教育的外部性，其增加多元性活動來自糧食

和農業文化。因此，多樣性過程中，新的機會對於在教育外部性增加其農民和非

農業公共之間的交替。因此，教育功能的外部性曲線之制度聯合將向右遞增(IJ

曲線)。因此，教育功能總合狀況為一個U形曲線(ED曲線)，表示教育功能的外部

性函數U形聯合，請參閱圖2。因素被考慮於導致曲線的轉變，應有一個國家的

政策框架，使農民提高教育功能的外部性，這個框架將讓教育的外部性曲線移位

向上，具體來說，本研究酪農場的教育計劃是一項實行推廣教育服務的政策，農

民藉由這個政策提供程序確定教育服務的管理政策。總之，教育功能的外部性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技術和制度聯合將增加多樣化。然而，技術和制度聯合的重要

性，並不能保證外部性或社會最理想的內化會自動實現。 

 

 

 

 

 

 

 

 

圖2 教育外部性與技術和制度聯合 資料來源: Ohe( 2011：887) 

教育外部性 

多樣性 

教育外部性曲線導致 

技術聯合：TJ 曲線 

教育外部性曲線導致 

制度聯合：IJ 曲線 

教育外部性的平均

曲線：ED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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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功能之多樣性與內化關係 

從農民在農村體驗服務經驗和收費，探討多樣性和內部化之間關係，以及內

化的過程如何發生，主要在收費水準上考慮兩個因素：供給轉向內化的過程和需

求的轉化。從圖3說明，如果有正外部性沒有內化，理論上社會邊際成本(SMC)

移向低於私人邊際成本曲線(PMC)。上述SMC曲線為一個反U形曲線來描述概念

性的考量。社會邊際成本與私人邊際成本這兩條曲線之間垂直部份的差異表示教

育功能正外部性，除非教育功能外部性內部化，社會最理想階段沒有被實現。 

第一，供給因素：在完全外部性對於農民沒有內部化階段，私人最理想點為

en1。如果是透過多樣性有內化效果，然後產品的內化將深化。因此，PMC曲線

將接近SMC曲線，以及外部性從 en1k到ei1j將縮短。在 PMC曲線下移導致從p01

到pn 經過p1均衡費用減少。這過程是由大部分農產品內化透過多樣性的過程，這

是因為在這個階段農民不僅銷售農產品，且結合農產品生產過程的加工和服務，

像是產品生產過程的體驗。在這個內化的假說，透過多樣性效果完全內化PMC

遇到SMC之後，社會最理想點將在es2。 

第二，需求因素，將提高收費。由需求的增加程度而向上移位，產生邊際收

益曲線(MR)。如果人們更了解有關教育農場計劃的問題，其教育服務的低估問

題將予以糾正，需求轉向從MR0到MR1向上的效果。 

 

 

 

 

 

 

 

 

圖3 多樣性與外部性的內化   資料來源:Ohe( 2011：888) 

 

 

價值 

內化效果 

教育效果 

教育服務的需求轉向 

多樣性 

私人邊際成本(PMC0) 

社會邊際成本 

邊際收益(MR0) 

邊際收益(MR1) 

私人邊際成本(PM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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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多功能性的因子建構 

誠上所述，本研究針對農業多功能性的範疇回顧，以及農業多功能性之教育

功能的探索，後續將提供本研究農業多功能性對其個案研究的理論建構基礎。在

農業多功能性的分類方面，由於實踐農業多功能性的國家基於各國歷史、政治、

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且符合該國需要的農業功能性。因

此，本研究整合上述各國家提出農業多功能性指標皆有提出生產、生態、文化、

社會等構面。另一方面，Ohe (2011)說明透過技術和制度聯合來決定教育外部性，

其教育外部性曲線為多樣性程度的關係，證明農場具有教育功能，並將非商品的

產出價值內化，在未來提供農民藉由這個新的機制可成為一個可操作的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極端的氣候異常增加，乾旱和洪水導致農作物毀損，帶

給人類和牲畜疾病，甚至導致死亡。英國組織 Christian Aid 最近發佈了一個報

告：「渴望正義」(Hungary for Justice)，從農村脫貧和氣候變遷問題的角度省思糧

食短缺問題，報告在諸多研究和探討糧食安全之下，提出了新的證據，指出近期

食品價格上漲的主因，可能是長期投資者在商品指數市場的投機活動，也強調了

往往被政府忽略的小農，他們對糧食安全可做出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可確定的

是，人類在未來面臨最大挑戰，是糧食安全問題，而最佳的解決方案就是可持續

農業。農業投入的成本同時和全球變化莫測的能源需求一起波動，農業所需的氮

肥是高耗能的，2005年至2008年這段期間石油價格飆漲，化肥的價格隨之飆漲了

五倍。另外，燃料成本也影響了運輸成本，在日益惡化的全球形勢下，糧食安全

已經成為國際發展組織關注的議題(Andrew, 2011)。 

因此，本研究行動研究建構農業多功能性的研究因子，分別有生產、生態環

境、農業文化(包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為主。在農業多功能性的

研究有非常多元的觀點與路徑，依據Renting et al.(2009)的行動者導向分析路徑基

礎，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進行農村工作坊的設計與實踐，試圖把農業多功能性的

中心焦點放在農場層級，特別是聚焦在多功能性農業實踐時的行動者決策過程上，

將農業非商品產出運用工作坊機制而內化，行動者導向路徑來達成農業多功能性

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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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社會學習的研究 

由於現今管理者或決策者面對複雜性和產生不確定性的環境，在面對這樣困

境，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開始已經為決策重要的選擇概念，也是正日益成為

在自然資源管理和政策一個規範性目標(Diduck et al. 2005, Keen et al. 2005)。因此，

社會學習朝向調適性管理和利益相關者參與合作的模式。有人認為那些涉及社會

生態系統的管理可能通過他們參與決策過程進而提高他們的學習和適應能力

(Folke et al. 2005, Fazey et al. 2007)。 

早期社會學習概念視為個人學習發生在社會環境中，並因受到社會規範，例

如通過模仿榜樣(Bandura, 1977)。然而，這概念不是特別有用，因為大多數學習

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背景。接續有生物、社會學，以及其他地方領域都提出這樣的

概念。社會學習起源從組織學習概念是很含蓄的概念為社會學習作為一種社會變

革的過程中，人們互相學習的方式，可以更廣泛地造福社會生態系統。第二個學

派為社會理論的學習，它定義了學習，社區的積極參與在社會實踐，並強調人與

環境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其建立的意義和身份。但是，許多文獻忽略提升新技術

在教育和心理學文學的概念。近來，有一些學者將社會學習的概念反應在生態學

和社會學(Steyaert and Ollivier 2007, Tbara and Pahl-Wostl 2007, Pahl-Wostl et al. 

2008)。 

事實上，人們擁有非常不同的世界觀和知識體系，社會學習需要一個共同的

承諾，不同的知識的人一起學習會影響之後的學習成果。Pahl-Wostl et al. (2008)

概念化社會學習視為學習如何進行合作：「發展新的關係能力，雙方之間的社會

代理人，學習如何合作和理解其他人的立場和不同能力的形式」，社會學習又稱

「永續學習」其內容為發展新的身分，不但是體系且是個人的能力，這將是更多

社會和生態強化於永續發展的共同目標。Mezirow(1995)認為學習不僅是工具，

即學習新知識或技能、交際，即為通過與他人溝通，或轉化，可以理解知識和重

新詮釋。Keen et al. (2005b:4)解釋社會學習為「發生於個人和團體之間在努力改

善社會和生態系統相互管理的集體行動和反思」。這種現象從個人個體的單位擴

展到團體的合作，透過社會學習可以親自體悟真實的社會，與原本既有的認識論

與實踐學習有對話反思的機會，開始對價值認知有改變或諒解，超越個人或小團

體的侷限，成為更廣泛的社會單元或是社區的場域。因此，Reed et al. (2010：1)

說明社會學習的過程為(1)在個人的參與已發生認知的改變；(2)這種變化並不限

於個人且成為在更廣泛的社會單位或社區的實踐；(3)社會學習的發生透過社會

相互作用和過程中，其行動者於社會化網絡之間。這樣的過程可以集體自我反思，

不同的參與者透過彼此的交流和對話，發展出新的關係的能力，某些的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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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合作關係，並學習如何理解不同人的作用和能力。 

社會學習可以透過社會互動來進行，最近的文獻說明社會網絡如何影響人的

意見和看法(Katz and Lazarsfeld 2006, Winter et al. 2007)。Newig et al. (2010)提出

透過學習會出現兩種基本類型的社會互動：(1)資訊傳達(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新的事件透過社會互動來的一種簡單學習，(2)審議(deliberation)，為Habermas提

出的審議是要真誠的思想和論據交流，在此期間透過說服其思想和觀念的變化。

Rist et al. (2007)建立社會互動於社會學習需要創造或強化社會空間，如同

Habermas聲稱的「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例如，通過新的社會運動，

社會學習可能會影響社會網絡的改變和更廣泛的社會和體制結構。值得注意的，

權力和地位的角色反應學習成果於評估某種程度上學習已發生社會互動結果是

特別重要的(Reed et al.,2010)。因為人們擁有非常不同的世界觀和知識體系，透

過社會學習建立共同的承諾。 

本研究將透過Reed et al.等人提出社會學習的過程評估(1)在個人的參與已發

生認知的改變(A階段)；(2)這種變化並不限於個人且成為在更廣泛的社會單位或

社區的實踐(B、C階段)；(3)社會學習的發生透過社會相互作用和過程中(D階段)，

其行動者於社會化網絡之間，探討參與者體驗社區相關農村工作坊，促使參與者

們在社會學習的過程中，其農業多功能論價值認知和看法是否有差異，為本研究

後續的研究方向，請參閱圖4。 

 

 

 

 

 

 

 

 

圖 4 社會學習過程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A 階段 B 階段 C 階段 
D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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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為體現農業多功能性價值的場域5，

藉此行動者導向分析路徑來實踐灣寶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藉由「幫西瓜找主人

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二個主題農村工作坊，檢視行動者是否能透過

社會學習的過程，行動者在農業多功能性價值認知的轉變，且藉由行動者在實踐

和社會互動的過程，進一步驗證灣寶社區具有農業多功能性的特質。本研究的行

動者分別有三個組群，灣寶社區農民、返穀青年，以及參與「100年第一屆幫西

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100年犀利農夫體驗營」、「101年第二屆幫西瓜找主人成

長工作坊」三個工作坊的都市學員們，依據這些行動者的動機與身份進行行動者

導向路徑的實證。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依循農業多功能性的多元價值中，提出生產、生態環境、農業文

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等農業多功能的研究因子，依據Renting et al.以行動者

導向分析路徑為基礎，透過研究者行動研究方法設計農村工作坊，讓行動者藉由

參與農村工作坊的過程進行社會學習，行動者對於農村的認知改變，為個人/社

區實踐中的農村認識和認知的前後差異轉變，以及參與過程與其他參與者的社會

互動和交流，這整個社會學習的過程，行動者對於農業多功能論價值認知和看法，

以及在參與者實踐過程是否能反思農業具有多功能性的價值，本研究藉由活動問

卷與行動者深度訪談進行驗證，請參閱圖5。 

 

 

 

 

 

圖 5 農業多功能性與社會學習架構 

                                                 
5
李郁璇(2011)已針對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透過農村永續社區之「永續三大功能」、「啟動關鍵」、

「行動組織」三大特質進行檢視，研究結果發現灣寶社區的發展實已具有農業多功能性的特質，

係以超脫農業生產基地之思維，結合生態關懷與文化傳承為本體的農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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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農村工作坊的行動計畫，主要有「100年第一屆幫西瓜找主人成長

工作坊」、「100年犀利農夫體驗營」，以及「101年第二屆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

坊」的農村學習課程，讓行動者透過參與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體現農業多功能

性的實踐途徑，藉由「問卷分析」和「深度訪談」作為農村工作坊的反思和檢討，

研究方法如下： 

(一)農村工作坊 

在研究場域方面，為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的灣寶6社區7，當地居民也都移自

福建泉州府所屬金門，亦全從事農耕，以洪姓、楊姓、陳姓、黃姓及吳姓為主，

延小山崙成帶狀分佈，或因地理環境因素，後代子孫延繁極為旺盛，至今僅有少

數姓氏移入及黃姓大部分移出外，均為餘四大姓之後裔，甚少變動，當時庄中以

楊姓最為富有，從其現存由楊氏祖先楊水牛先生所建之三座合院古宅第即可觀其

早期興盛狀況(張天寶、蘇琇鳳、吳淑玲，2003)。當地主要作物為稻米、番薯、

花生、西瓜，依據季節輪作方式耕作，且灣寶地區地質屬沙土，含水量較少，非

常適合種植西瓜，外界指稱後龍西瓜，就是灣寶地區所生產，為特定優質農業區。 

在行動者方面，研究者本身為行動者並組織返穀青年8，與灣寶社區發展協

會一起合作參與課題的行動，並共同探索農業多功能性價值，進而共同設計實踐

的相關對策。因此，本研究設計「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

二種系列的農村學習課程，請參閱表1，運用網路平台提供工作坊資訊，讓有興

趣者來報名參加，行動者們一起參與工作坊，進一步探索灣寶農業多功能性實踐

的可能。 

「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實力養成班」二個工作坊的核心目

標為行動者親自到灣寶體驗和學習農村的生活，透過直接接觸農村的社會學習過

程中，試圖讓行動者能「做中學、學中做」探索農村的生產、生態環境、農業文

                                                 
6
灣寶古稱員寶，係位於大埤右側上方，即大坪偏南地勢較平緩地方，可避開東北季風，適合聚

落之條件，應為後來形成大型村莊之主因。 
7
庄中原本無廟宇，於民國五十七年經地方熱心人士聚原埤仔頭草廟散落各地眾神明建立龍雲宮，

以薛府王爺為主神，供除百三庄以外之灣寶里民奉拜，因此更增強灣寶為里活動中心之地位。當

地居民表示灣寶社區主要都是奉拜龍雲宮為主，才是灣寶社區的居民，這是一種無形的形塑社區

空間的劃分，也是臺灣農村具有的特色，本研究依據這樣的特色視為研究空間範圍。 
8
研究者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組織「返穀青年」的團體，學生成員來自財政、歷史、地政、

城鄉規劃、政治、金融、社會、公行、國文系等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組織。返穀青年先從讀書會

透過讀本的知識探索農村的問題，每位成員藉由所學的專業知識，以多元角度切入和對話，一同

探討農村價值，不限於傳統的單向思考，接續，進一步至灣寶社區之農村實踐和行動計畫執行灣

寶農村可能的未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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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等因子，這個過程讓行動者對於農村多功能性認知的改

變、個人實踐，以及社會互動，體現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和意義。 

表1 農村工作坊內容說明 

農村工作坊 日期 屬性內容 

第一屆 

幫西瓜找主人

成長工作坊 

100 年 4 月

份至 6 月份 

行動者一起種植有機無毒西瓜，選擇一塊約一分(約 293.4 坪)的農地進

行環境教育的場域，共計六個場次系列工作坊，規定行動者必須長期陪

伴和照顧西瓜，內容課程為「西瓜苗的新主人(種植日)」、「飲食紅綠燈」、

「我絕對絕對不吃蕃茄」、「我是小小生態導覽員」、「灣寶尋寶工作坊」、

「灣寶西瓜節」，系列工作坊的操作模式為社區可以嘗試舉辦長期性活

動，行動者們藉由陪伴和照顧西瓜的社會學習過程，探索灣寶農業多功

能性的價值和意義。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返穀青年申請青輔會「100 年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補助。 

犀利農夫實力

養成班 

100 年 7 月

份至 11 月 

行動者一起種植有機無毒土豆(花生)，選擇一塊約二分的農地進行環境

教育的場域，共計四個場次系列工作坊，每場次皆開放報名，內容課程

為，「用腳種土豆 (種植日)」、「單車 Eye 灣寶」、「土豆變變變」、「翻滾

吧!土豆!」，系列工作坊的操作模式為提供場域讓行動者有機會身體力行

體驗農耕，結合農村的社會文化的活動，行動者透過社會學習體認灣寶

的農業多功能性。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參與工作坊學員們繳交課程費用

而來，創造農村另一個經濟市場的可能。 

第二屆 

幫西瓜找主人

成長工作坊 

101 年 4 月

份至 6 月份 

行動者一起種植有機無毒西瓜，本年度舉辦二梯次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

作坊，第一梯次主要由返穀青年負責活動，選擇一塊約一分(約 293.4 坪)

的農地進行環境教育的場域；第二梯次由社區負責活動，選擇一塊約二

分(約 586.8 坪)的農地進行環境教育的場域，二梯次分別共設計四個場

次系列的工作坊，規定行動者必須長期陪伴和照顧西瓜，內容課程為「西

瓜入新厝(種植日)」、「藝同樂」、「鋤草&生態探險趣」、「西瓜嘉年華」，

系列工作坊的操作模式為社區可以嘗試舉辦長期性活動，行動者們藉由

陪伴和照顧西瓜的社會學習過程，探索灣寶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和意

義。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參與工作坊學員們繳交課程費用而來，創造農

村另一個經濟市場的可能。 

(二)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參與「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

二個工作坊學員的行動者。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行動者參與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

習過程，行動者對於農村價值認知的轉變，試圖驗證灣寶具有農業多功能性的性

質。問卷內容主要有三個部份有基本資料，「性別」、「居住地」、「職業」、「年齡」、

「資料來源」、「參與動機」、工作坊滿意度評估9，以及農村價值認知。在研究分

析部分為，在基本資料採取次數分配，工作坊滿意度評估採取敘述性統計、單一

樣本檢定，農村價值認知之農業多功能性有「生產」、「生態環境」、「農業文化(包

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五個因子，採取行動者參與農村工

                                                 
9
採用李克特五點式態度量表，即「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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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前後對農村價值是否具有因子選擇的轉變。調查方法分為問卷內容、調查方

法等二項說明於後： 

1.問卷內容 

問卷問項設計部份為，主要分有三個部份：(1)社會經濟面向，「性別」、「居

住地」、「職業」、「年齡」、「資料來源」、「參與動機」等基本資料；(2)工作坊滿

意度評估10；(3)農業多功能價值認知：農村價值認知之農業多功能性有「生產」、

「生態環境」、「農業文化(包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五個因

子。 

2.調查方式 

本研究「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二種類型農村工作

坊(表2)，在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後續簡稱為，幫西瓜找主人)部份為，第一

屆幫西瓜找主人調查時間為100年6月12日，參與行動者家戶為外地人(非灣寶社

區)有10戶家庭，灣寶社區有9戶家庭，大人小孩共計62位，調查當日有13戶參與

工作坊，問卷樣本數由13戶的一位家長代表填寫問卷；第二屆幫西瓜找主人有二

梯次，調查時間分別為101年6月9日、101年6月10日，參與行動者家戶皆為外地

分別為20戶家庭，大人小孩共計99位、17戶家庭，大人小孩共計65位，調查當日

依有參與的家長代表填寫問卷。在犀利農夫體驗營(後續簡稱為，犀利農夫)部份，

調查時間為100年11月13日，參與行動者家戶皆為外地人共有12戶，大人小孩共

計68位，調查當日有12戶參與工作坊，由12戶的一位家長代表填寫問卷。因第一

屆幫西瓜找主人第二屆幫西瓜找主人的調查問卷屬於同類課程，本研究問卷資料

進行分析時，先行將這些調查問卷資料整併，便於後續研究討論。 

表2 調查對象資料與方式 

工作坊    項目 調查時間 參與戶數 參與人數 問卷份數 

第一屆幫西瓜找

主人成長工作坊 
100年6月12日 

家戶為外地人有10戶

家庭，灣寶社區有9戶

家庭，共計19戶家庭。 

大人小孩共

計62位 

1戶一份問卷，共計

13份。 

犀利農夫體驗營 100年11月13日 家戶皆為外地人，共計 大人小孩共 1戶一份問卷，共計

                                                 
10
對於工作坊滿意程度的研究主要以參與者認知為主，此即涉及民眾態度研究的問題。因此本文

透過目前廣泛應用在行銷、社會、心理、教育等各研究領域的李克特(Likert)態度量表，據以測出

受訪者某種行為特質或潛在構念(吳明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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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項目 調查時間 參與戶數 參與人數 問卷份數 

12戶家庭。 計68位 12份。 

第二屆幫西瓜找

主人成長工作坊 

第一梯次 

101年6月9日 

家戶為外地人，共計20

戶家庭。 

大人小孩共

計99位 

當日有參與的大人

為主，共計29份。 

第二梯次 

101年6月10日 

家戶為外地人，共計17

戶家庭。 

大人小孩共

計65位 

當日有參與的大人

為主，共計25份。 

(三)深度訪談 

在方法的分析方面，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深度訪談的工作不在於收集資

料，而在於收集想法，尤其是想法的自發性其目的在於啟發，在於發展想法與假

說，更甚於收集事實或是統計資料，以便改善研究問題的概念化(Oppenheim, 

1992:65-80)。因此本研究方法選擇的理由：首先，是以比較具試驗性的質化研究

方法來深入探討行動者參與農村工作坊的動機與目的，對於農村具有哪些功能與

價值；其次，則是企圖深入瞭解行動者透過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中，對農

業多功能性的的農業多功能性的認知和感受的轉變，以及自我在社會學習中的影

響。本文雖然同樣經過深度的訪談，但對研究者控制和訪談者的自我反省較為著

重的是以慎密的研究設計和邏輯思考來掌握研究成果，並反覆地主題對話試圖使

研究的議題更明顯，如此達到研究者所欲發掘的理論典範和觸覺。深度訪談的質

化模式，先行透過關鍵的受訪者們(工作坊的行動者)以本身的語言陳述分享在參

與農村工作坊的過程想法，依據他們所見、所認知和感受的情況而定，且從受訪

者們的表達重複地的解釋模式中，發掘他們對參與過程的感受和想法以建立參與

者社會學習過程中的相對基礎資料。 

本研究共計訪問了六位行動者，行動者分別有三個組群，灣寶社區農民有二

位，其中一位農村工作坊的專業農夫，也是工作坊的田間老師、一位當地社區的

長期參與社區營造的居民；返穀青年有二位，皆都有設計和參與這二個工作坊的

核心夥伴，以及皆參與「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二個工

作坊的二位學員，依據這些行動者的動機與身份進行實證，請參閱表3。  

訪談的時間每次介於1小時至1小時30分鐘之間，訪談的地點則以選擇受訪者

們方便的場所，便於受訪者們對問題的回應與解說。在訪談過程，先行準備訪談

計畫書及訪談前的備忘錄，經由訪談了完成訪談逐字稿的製作以外，尚包括訪談

後的觀察心得，這些紀錄亦成為研究分析的依據。訪談問題的安排是在訪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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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相關文獻的內容先行擬定的，部分的問題則是追隨受訪者的回答而延伸的。

本文訪談的主軸主要是圍繞以下的主題：行動者藉由參與農村工作坊的過程進行

社會學習，行動者對於農村的認知改變為何。其次，行動者在實踐中其農村認識

和認知的前後差異轉變，以及參與過程與其他參與者的社會互動和交流，這整個

社會學習的過程，行動者對於農業多功能論價值認知和看法，以及在行動者實踐

過程是否能反思農業具有多功能性的價值。  

表 3 深度訪談對象個人資料綜合表 

族群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現況 

灣寶社區

農民 

F01 100 年 11 月 26 日 
8：30-11：00 

(2 小時 30 分鐘) 
受訪者家 兼職農夫 

F02 

101 年 01 月 13 日 
15：30-16：30 

(1 小時) 
灣寶龍雲宮 

兼職農夫、家管 

101 年 01 月 31 日 
13：30-15：30 

(2 小時) 
受訪者家 

返穀青年 

S01 100 年 12 月 29 日 
19：00-20：30 

(1 小時 30 分鐘) 
公館咖啡廳 大學生 

S02 101 年 8 月 24 日 
15：30-16：30 

(1 小時) 
學校研究室 研究生 

工作坊 

學員 

P01 100 年 11 月 13 日 
15：15-16：00 

(45 分鐘) 
灣寶龍雲宮 資訊公司職員 

P02 

101 年 01 月 18 日 
14：00-17：00 

(3 小時) 
板橋咖啡廳 家管 

 
101 年 08 月 27 日 

14：30-17：30 

(3 小時) 
西門町咖啡廳 家管 

伍、個案分析：農業多功能性與社會學習的對話 

本研究針對灣寶社區設計「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

二種類型工作坊個農村工作坊，行動者親自到灣寶體驗和學習農村的生活，透過

直接接觸農村的社會學習過程中，試圖讓行動者能「做中學、學中做」探索農村

的生產、生態環境、農業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等因子，在社會學習過程讓

行動者在農村多功能性的認知改變、個人實踐，以及社會互動關係，檢視行動者

是否對農村有不同的看法，並進一步驗證灣寶社區具有農業多功能性的特質。因

此，本研究分析經由有二個部分實證的研究重點：1.行動者之農業多功能性認知

問卷分析，檢視在行動者在參與農村工作坊前後對農業多功能性的認知轉變；2.

深度訪談為，深入瞭解行動者透過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中，對農業多功能

性的認知和感受的轉變，以及自我在社會學習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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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動者之農業多功能性認知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參與「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

二種類型工作坊學員的行動者，探討行動者參與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對

於農村價值認知的轉變，試圖驗證灣寶具有農業多功能性的性質。 

本研究針對回收問卷資料，進行次數分配、敘述性統計、單一樣本檢定等分

析，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1.基本資料 

在受訪者性別部分，幫西瓜找主人受訪者中有67位，女性代表佔40位，男性

代表佔27位，女性代表比率達59.8%；犀利農夫受訪者中有12位，女性代表佔8

位，男性代表佔4位，二個工作坊女性代表比率皆達60%，請參閱表4。 

表4 性別 

項目 男 百分比 女 百分比 總和(戶數) 

幫西瓜找主人 27 40.2 40 59.8 67 

犀利農夫 4 33.3 8 66.7 12 

在受訪者居住地部分，幫西瓜找主人其苗栗灣寶社區有3位，台北市有9位、

新北市11位、台中市2位、新竹縣10位、新竹市12位、桃園縣5位、苗栗縣15位；

犀利農夫其台北市有4位、新北市有2位、新竹縣5位，以及苗栗縣1位，二個工作

坊的受訪者絕大多數為中、北部地區為主，請參閱表5。 

表5 居住地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幫西瓜找主人 

苗栗灣寶社區 3 4.48 

台北市 9 13.43 

新北市 11 16.42 

台中市 2 2.99 

新竹縣 10 14.93 

新竹市 12 17.91 

桃園縣 5 7.46 

苗栗縣 15 22.39 

總和 67 100.0 

 

犀利農夫 

台北市 4 33.3 

新北市 2 16.7 

台中市 0 0 

新竹縣 5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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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桃園縣 0 0 

苗栗縣 1 8.3 

總和 12 100 

在受訪者職業部分，幫西瓜找主人受訪者其職業為工業、軍公教、家管超過

10人以上；犀利農夫受訪者其職業為軍公教6位、服務業1位、家管3位，以及其

他2位，二個工作顯現受訪者的職業皆為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受訪者可能接觸

第一級產業機會較少，尤其軍公教和家管居多，顯現受訪者擁有較多自我時間的

條件，農村工作坊能提供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的人口接觸和體驗農業生活，請參

閱表6。 

表6 職業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幫西瓜

找主人 

工業 13 19.40 

犀利 

農夫 

工業 0 0 

商業 6 8.96 商業 0 0 

軍公教 16 23.88 軍公教 6 50 

服務業 8 11.94 服務業 1 8.3 

自由業 4 5.97 自由業 0 0 

家管 17 25.37 家管 3 25 

其它 1 1.49 其它 2 16.7 

總和 67 100 總和 12 100 

在受訪者年齡部分，幫西瓜找主人和犀利農夫受訪者們的年齡皆在31~40歲

為主，顯示這部份主要為出社會服務與組織家庭的階段，工作和家庭佔據生活一

大部份，可以透過農村工作坊提供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請參閱表7。 

表 7 年齡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幫西瓜

找主人 

21~30歲 3 4.48 

犀利 

農夫 

21~30歲 4 33.3 

31~40歲 51 76.12 31~40歲 5 41.7 

41~50歲 13 19.40 41~50歲 3 25 

總和 67 100 總和 12 100 

受訪者得知幫西瓜找主人和犀利農夫的資訊來源，返穀部落格和親朋好友介

紹為主，從中可知受訪者農村工作坊的資訊媒介以親朋好友推薦和網路宣傳為主，

農村工作坊的品質維持而建立口碑，結合網路管道方式來行傳達農村工作坊的活

動意義，吸引有興趣者參與活動，請參閱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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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資訊來源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幫西瓜

找主人 

親朋好友介紹 35 52.24 

犀利 

農夫 

親朋好友介紹 2 16.7 

苗栗社大 1 1.49 苗栗社大 0 0 

報紙、雜誌 7 10.45 報紙、雜誌 0 0 

Facebook 4 5.97 Facebook 3 25 

網站 3 4.48 網站 0 0 

返穀部落格 17 25.37 返穀部落格 7 58.3 

總和 67 100 總和 12 100 

受訪者參與二個農村工作的動機部分，在幫西瓜找主人的問卷內容，受訪者

至多勾選三項動機，從中得知幫西瓜找主人主要參加的動機為，體驗農村

(89.55%)、親子學習(86.57%)、種植西瓜(65.67%)；犀利農夫在體驗農村和親子學

習為主要參加的動機，請參閱表9。由此可知，二個農村工作坊的參與動機可了

解參與者對於農村抱有很多的想像，希望能來體驗農村生活，且農村能提供親子

可共同學習的活動場域，因此具有這樣的條件來吸引人到農村是非常重要的。 

表9 參與動機 

工作坊 項目 結果 次數 百分比 工作坊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幫西瓜

找主人 

體驗農村 
否 7 10.45 

犀利 

農夫 

體驗農村 7 58.3 
是 60 89.55 

環境教育 
否 40 59.70 

環境教育 0 0 
是 27 40.30 

親子學習 
否 9 13.43 

親子學習 4 33.3 
是 58 86.57 

社區活動 
否 64 95.52 

社區活動 0 0 
是 3 4.48 

種植西瓜 
否 23 34.33 

種植花生 0 0 
是 44 65.67 

工作坊課程 
否 66 98.51 

工作坊課程 1 8.4 
是 1 1.49 

2.工作坊滿意度評估 

受訪者參與二個農村工作坊的滿意程度部分，在幫西瓜找主人的滿意程度平

均值為4.92，峰度標準誤為1.191介於正負2之間，樣本數足夠較呈常態現象；在

犀利農夫的滿意程度平均值為4.92，峰度標準誤為1.232介於正負2之間，樣本數

足夠較呈常態現象，請參閱表10。由此可知，二個農村工作坊的受訪者參與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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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很高，顯示農村工作坊具有一定程度的品質，得到受訪者的認同和肯定。 

表10 滿意度描述性統計 

農村工作坊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峰度標準誤 

幫西瓜找主人 4 5 4.92 1.191 

犀利農夫 4 5 4.92 1.232 

3.農業多功能價值認知 

本研究藉由受訪者們參與工作坊之前和之後，調查農村的價值認知差異，受

訪者們透過農村是否具有「生產」、「生態環境」、「糧食安全」、「農業文化」、「環

境教育」的五個因子進行回覆。依據農村價值認知轉化率11檢視參與前後的農村

價值認知改變的程度，了解受訪者們參與農村工作坊過程，是否對農村價值認知

有改變。 

本研究認知轉化是從中得知二個農村工作坊除了生產功能沒有認知轉化，其

餘的功能皆都有正向轉換。在幫西瓜找主人部分，「環境教育」認知轉化高達

41.79%、「糧食安全」為14.93%、「農業文化」為8.96%、「生態功能」為7.46%；

在犀利農夫部份，「環境教育功能」認知轉化高達58.33%、「生態功能」認知轉化

為25%，「農業文化」認知轉化為16.66%。由此可知，受訪者們參與農村工作坊

的體驗過程，對於農村價值認知是會受到正面影響，尤其是在環境教育功能的影

響甚大，請參閱表11。 

總上所述，藉由Ohe(2011)提出在農場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農民運用農場

的多樣性和提供養殖經驗服務，透過教育功能提供酪農業農場之農業多功能外部

性內部化，其教育功能由飲食文化和農業傳統被表現於普遍性技術和制度的聯合，

為了促進農場擁有多樣化，透過技術和制度的聯合來增強的外部性，且經由實證

發現當農民把教育外部性內部化看作牛奶被生產過程結合為補充的服務，本研究

依據二種類型的農村工作坊，設計有系統的體驗性教育課程，在課程中導入農業

多元價值的元素，讓參與者能在實際體驗課程的社會學習過程中，體會農村具有

多元價值。因此，本研究二個農村工作坊的實證結果得知，灣寶社區具有農業多

功能性的性質，在參與者參與農村工作坊過程，對農村價值認知是有改變，尤其

是環境教育轉化極大，顯現灣寶未來可以朝向一個新興教育服務的農業的另類發

展。 

 

                                                 
11
轉化率=（參與前與參與後的相差次数/總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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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農村價值認知的轉化 

工作坊 
農村功能

項目 

參與 

階段 
次數 

認知 

轉化 
工作坊 

農村功能

項目 

參與 

階段 
次數 

認知 

轉化 

幫西瓜

找主人 

生產 
前 29 

0.00% 

犀利 

農夫 

生產 
前 9 

0.00% 
後 29 後 9 

生態環境 
前 50 

7.46% 生態環境 
前 7 

25.00% 
後 55 後 10 

糧食安全 
前 34 

14.93% 糧食安全 
前 9 

0.08% 
後 44 後 10 

農業文化 
前 48 

8.96% 農業文化 
前 9 

16.66% 
後 54 後 11 

環境教育 
前 26 

41.79% 環境教育 
前 4 

58.33% 
後 54 後 11 

 

(二)行動者之農業多功能性實踐與社會學習 

本研究針對行動者們參與幫西瓜找主人和犀利農夫的過程，透過深度訪談深

入瞭解受訪者在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在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轉變過程進

行訪談，了解受訪者參與二個農村工作坊有哪些轉變，藉由這樣的過程可以集體

自我反思，不同的行動者透過彼此的交流和對話，發展出新的關係或網絡，某些

的形式上的成為合作關係，並學習如何理解不同族群的專業和能力，並對農業多

功能性的認知和感受的轉變，以及自我在社會學習中的影響。 

幫西瓜找主人和犀利農夫的農村工作坊是從個人個體的單位擴展到團體的

合作，行動者在原本既有的認識論與實踐學習中開始有對話的機會，藉由社會學

習可以親自體悟真實的社會，這個過程超越個人或小團體的侷限，成為更廣泛的

社會單元或是社區的場域。接續，將依據社會學習的個人認知、個人/社區實踐、

社會互動的過程對於農村價值的認知轉變進行討論與對話。 

1.個人參與認知改變 

受訪者們在個人參與二個農村工作坊之後，對於農村價值是否產生認知的改

變。由於社會普遍存有一種「務農沒前途」的刻板印象，在受訪者F01皺著眉頭

感歎地表示自己擔任二個農村工作坊的田間老師，教學農耕技術的過程中，才發

現原來農夫的身份是被學員們認同的，很感觸說了：「我自己覺得農民身份因為

有了幫西瓜找主人和犀利農夫變得不一樣了，現在很多人都不懂農務技術，功夫

現二招，大家就覺得很厲害，時空背景不一樣了，種田人有賺錢又有技術是很厲

害，大家很肯定農夫，覺得我們很厲害，尤其在工作坊的時候，聽到他們叫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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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老師就很爽。……現在覺得要好好顧田，因為農民的重要性、有存在的意義，

做農很有希望是有價值的，我自己參與工作坊之後一個人的心靈激發著未來充滿

希望，有無限可能。」(1001126)。因此，受訪者F01透過社會學習反思在個人參

與認知改變在於農夫的身份和意義，並肯定農夫在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參與工作坊學員的受訪者P01為小時候有務農經驗，長大就到都市工作生活，

參與之後有深刻的感觸，「自己小時候外公家裡是有在耕田，有時會去幫忙，覺

得農村主要的功能就是生產，由於工業的崛起，農業也沒落了，一直到現在農村

只有老人和小孩，自己知道農業很重要，但看不到未來，但參加了工作坊才發現

農村存在很多價值，很喜歡帶小孩來親近土地。」(1001113)。 

另一位受訪者P02為居住在都市的家長，在參與農村工作坊中，分享自己從

小到大都在都市生活，沒什麼有機會接觸農村，因緣際會之下，是從一本書籍開

始對農村有興趣，「我之前對於農村或農產品沒有在關注，我們安排的旅行比較

偏向飯店、遊樂區，沒有想過要去農村走走。是因為去年2月(100年)看了買買氏

的棄業日記，覺得農村好像也不賴，應該去看看。……有一天就去facebook逛買

買氏的直接跟農夫買，看到幫西瓜找主人的活動，當時很心動呢!二話不說馬上

報名。」(1010118)。受訪者親身體驗灣寶二個農村工作坊，在社會學習的過程

中，個人對農村認知出現了轉變，「自從參與了這個活動，我開始會關心食物的

來源、重視無毒種植的資訊和觀念，發現在地生產的重要性，我們都市人都會覺

得國外進口會比較好、又高尚，但到了農村才知道自然健康的農產品才是會比較

好、又高尚，而且食物里程又低，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1000118)。這個

過程讓受訪者P02了解食物從哪裡來的重要性，改變國外月亮比較圓的想法，更

重視農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在自己親身付出勞力去耕田的寶貴經驗，

家人會彼此討論和分享農務的心得，對於秉持友善環境的農夫付出的心血多一份

諒解和尊重，「當自己真的願意脫去鞋子下田除草時，才知道這真一件『好苦』

的事自己『小體驗』了農夫的工作後，更是深深體會『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的勞累，這種心力真不是可用秤斤論兩的價錢所能補償，也因此更懂得珍惜不浪

費！……我們有深刻的感觸，所以現在老公覺得買無毒安全的農產品，它的價格

貴一點是合理的(之前沒有這樣的想法，就會覺得很貴)，老公參加這些系列的課

程認知有改變呢！」(1001113)。 

在籌備和規劃課程的夥伴受訪者S02表示，參與這一些系列農村工作坊看待

農村價值有自我反思的機會，「過去我們習慣性的用『農村以外』的觀點，在看

待『都市以外』的世界；總將『都市以外』的農村想的美好。然而進入農村後發

現，真真實實的踏在土地上的感覺是如此的踏實，那種感動是處於『農村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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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想像的感受」。(1010824) 

綜上所述，受訪者們透過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開始自我探索和反思農村的價

值，從關注農產品、食物從哪裡來、農民的身分、農村價值，以及農村的未來等。

這些受訪者的個人認知的改變，從農村價值認知的反思中，發現跟之前尚未參加

農村工作坊是有差異的，自我在原本的價值思維的矛盾或衝突中，引起反思與檢

討，進而重新看待農業多元價值的本質和意義。 

2. 個人/社區實踐 

行動者參與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這種變化並不限於個人且成為在更廣泛

的社會單位或社區的實踐。受訪者F01、F02、S01、P01、P02在社會學習的過程

皆認為農業多功能的重要性，並深入延伸到個人或社區的實踐，這個過程讓受訪

者探索農業價值，以及提高層次在行動與實踐的意義。 

一位長期參與籌備課程活動的農民F02分享，「灣寶和返穀舉辦一系列農村

環境教育工作坊感觸很深，我和當地居民在這個過程學習到很多，我們也討論和

思考著這樣的課程本質和意義……。我們反思著我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因為我

們已經意識到未來農村擁有很重要的價值，不只是生產，甚至生態環境、文化無

形的價值都是不可缺的，我們應該將農村多元價值、糧食危機、低碳生活等理念

結合到教育，大家透過參與農村學習工作坊課程體會農業實質的問題，在未來十

年之後將面臨沒有人會種植農產品的生產斷層、沒有糧食、甚至農村消失等危機

意識，體驗只是一部分，教育才是核心。」(受訪者F02，1010113)  

在參與工作坊後，受訪者都會自我思考灣寶要從何出發，並試圖與社區連結，

「工作坊提升農產品產銷的靈活性，我們的農產品的多元性，這二項結合農產品

的價值提升很高，其實沒有這些工作坊農民不知道要怎辦，也不知道社會需要是

什麼，透過有這樣的農村工作坊，我們社區接續要種植農產品的種類多樣性，開

始種綠豆、紅豆、黃豆等，還有辦工作坊的意義讓外地人能來體驗農村生活，又

可以兼賣農產品，現在待在農村，從事農業，是高級是神聖的。」(受訪者F01，

1001126) 

「參加工作坊之後，我們加入了主婦聯盟，我們的消費行為開始改變了，願

意多花一些錢，也希望自己可以健康一點，對於環境可以更友善，一個消費行為

可以改變好多地方唷!雖然主婦聯盟的水果好貴，現在還是買不太下去，但盡可

能蔬菜類可以負擔就可以啦!」(受訪者P02，1010118) 

「在籌備到參加農村工作坊的過程，在幫西瓜找主人和犀利農夫的課程，在

工作坊的時間安排是要考量農產品的成長，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呢!工作坊的過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25 

 

程學習到西瓜和花生的一些相關的知識，尤其是陪伴西瓜長大的過程，自己才能

體會食物得來不易，且看到小朋友抱著自己的西瓜那份成就感真的很棒!現在對

於農村有不一樣的看法，若我們願意多花心思在農業上，農村會有不一樣的機會。

對於自己而言，就從飲食習慣的改變，支持在地和吃素就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受訪者S01，1001229) 

由此可知，受訪者們在個人認知改變之後，在一些個人或社區實踐的層面有

所影響，在農民部分，思考工作坊可以結合社區農產品的多樣性，體現農村教育

和學習的重要，希望能提升農村的競爭力。在學員部份，在生活飲食身體力行選

擇在地與友善環境的農產品，不容小看消費行為能改變社會力量的可能。在工作

坊的夥伴部份，對於農村價值有更深入的認識，視為農業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在

行動者透過工作坊的社會學習，農村價值認同的態度影響極大，並體悟農村存有

農業多功能的價值，其中將「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融入生活一部份，肯定未

來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是很重要的。 

3.社會互動 

在這二個工作坊的社會學習是透過社會相互作用中，以及行動者在社會化網

絡之間，創造集體自我反思和交流的機會，藉由不同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交流互

動，這個社會網絡如何影響行動者的意見和看法，在農村工作坊新的事件做為社

會互動的一種學習，行動者在社會學習過程尚需要真誠的審議，在此期間讓一些

思想或觀念產生轉譯，建立共同的共識價值。 

農民與學員們在農村工作坊中，藉由認識農作物的交流互動，農產品媒介轉

譯讓彼此認識論能達到共識，「這二個工作坊可以讓小朋友盡情的在田裡玩，會

跟其他家長聊著小孩的事情，大家會一起討論西瓜種得如何的農務話題，我都會

問張老師一些西瓜種植知識，才知道種西瓜沒有這麼簡單啦!也會問如何買安全

的農產品，來參加工作坊可以認識新朋友和認識有關農業知識很有意義。」(受

訪者P01，1001113) 

不同認識論的交流，承如受訪者P02描述「我很喜歡幫西瓜找主人的工作坊，

這是長期陪伴西瓜的農務學習，且是有深度的課程，我們家小孩感觸很深，他很

關心這個過程，……他們到現在都還會說這是紅色食物、綠色食物，這對於小孩

是有幫助的，我們大人也覺得很有趣。其實我們還蠻想知道一些有關西瓜的專業

知識，還有有機無毒的一些概念，對於消費者是很重要的，畢竟我們很少有機會

能跟農民接觸，透過直接的互動會有更多的農業知識，也很不錯唷! …… 我跟我

先生真的非常感謝他們(農民)提供我們一個這麼天然安全的環境可以讓孩子親

近大自然這是在都市裡求之不得的資源。……」，甚至已延伸農村價值帶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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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意義，受訪者更進一步感嘆的說起，「我的外婆高齡95歲了，行動不便很

不喜歡外出，我們能帶外婆去的地方就是餐廳或百貨公司，自從外婆來參加活動，

她回到她最熟悉的環境，訴說她最熟悉的故事，在這裡，她可以侃侃而談，她覺

得自己是個有用、有價值的人，她告訴我們有關她的人生、她的一切，這也讓我

跳脫對外婆只能含暄問暖的關心，而是更深入的了解外婆，有了相同的頻率……

誰說農村沒有價值？或許用銅臭衡量的價值很低，但是農村裡蘊含更多生命、自

然、大地、人情等無形的寶藏，它撫慰了一個老人寂寞的心靈，給了她我們一直

以來買不到的笑顏與喜悅。」 (受訪者P02，1010118、1010827) 

農民由於學員們的長期支持工作坊，農民自己與學員們對話交流中，深刻感

受到「這些家長好不容易來農村，跳脫自己既有的生活圈，擴展不一樣的生活方

式，我們要好好保握和提供很好的農村教育機會，這樣互動是可以讓彼此和農村

都有學習的機會。……其實我也是家長的一份子，看到這些家長願意花時間帶小

孩來農村很感動，他們工作已經這麼忙碌了，還願意來，也感受到家長對農村的

認同。……」(受訪者F02，1010131) 

「自己與都市人接觸印象深刻，記得有一位90幾歲老婆婆坐輪椅來灣寶參加

工作坊，因為這位老婆婆以前也是種田的，現在搬到都市生活，一直懷念農村得

一切，剛好他們的孫女參加這個活動帶她來看看，發現農村對這位婆婆是一個歸

屬與肯定，這件事情很有感觸，農村是大家共同的記憶，應該要好好守護，讓更

多人來灣寶認識農村的價值啊!……在別人的心中 灣寶很重要 這是一件大事，

給予灣寶肯定，我們很開心。」(受訪者F01，1011126) 

「農村不只是一個生產的場域，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存續。在農村裡，即使

是慢下腳步的生活也可以很有意義。在農村看見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生活可

以不用整天追逐、整天匆忙的趕來趕去。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我

們願意生活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進入農村以後才知道自己以前一直是用

『農村以外』的眼光在看農村，在農村中最大的反思就是重新看待『生活』這件

事，重新思考我們追求的事物與真實生活的樣貌。」(受訪者S02，1010824) 

綜上所述，受訪者們參與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受訪者擁有非常不同的認

識論和知識體系，彼此交流和學習，使得社會互動過程創造了不同聲音或想法的

對話，這個場域發展出認同農業多功能價值的網絡關係，透過社會學習建立共同

的農業多功能價值的價值觀，彼此將既有的知識論經由社會學習過程，認識或重

新再建構和詮釋農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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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上述實證得知，在「幫西瓜找主人成長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二個

農村工作坊，行動者親自到灣寶體驗和學習農村的生活，直接接觸農村的社會學

習過程，檢視行動者對農村多功能的認知有什麼改變，提供未來實踐農業多功能

性參考方向。 

本研究分析結果，在行動者的農業多功能性認知分析：首先，在基本資料方

面，受訪者居住地均位於北部地區，受訪者的職業為軍公教居多，且二個工作坊

顯現受訪者的職業皆為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受訪者可能接觸第一級產業機會較

少，農村工作坊可以提供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的人口接觸和體驗農業生活；受訪

者年齡皆在31~40歲為主，顯示這部份主要為出社會服務與組織家庭的階段，工

作和家庭佔據生活一大部份，可以透過農村工作坊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體驗；

工作坊資訊來源，受訪者得知農村工作坊的親朋好友和網路平台為主；受訪者參

與農村工作的動機，顯現體驗農村非常重要，透過農村工作坊的方式，吸引想認

識農村的人有機會進入農村。其次，在二個農村工作坊的滿意程度方面，受訪者

們非常滿意農村工作坊的課程內容，顯示農村工作坊具有一定程度的品質，得到

受訪者的肯定。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參與二個農村工作坊在農村價值認

知都有改變，得知二個農村工作坊除了生產功能沒有認知轉化，「農業文化」、「糧

食安全」、「生態」、「環境教育」功能皆都有正向轉化，尤其是「環境教育」的價

值影響極大。 

本研究的深度訪談部分，除了一些基礎資料分析實證工作坊可以實踐農業多

功能性之外，進階深入瞭解行動者透過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中，對農業多

功能性的認知和感受的轉變，以及自我在社會學習中的影響。因此，針對行動者

們參與幫西瓜找主人和犀利農夫的過程中，發現受訪者參與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

習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受訪者們從個人認知的轉變和連結到日常生活中，在生活

中的實踐有助於農業相關活動，例如：在學員方面，消費選擇的改變，選購友善

環境的農產品；在農民方面，農業不只有生產功能，還包含生態、文化、教育等

功能，農民重新看待農業的多元價值。因此，行動者們會多付出時間和心力去關

注有關農業的事情和積極嘗試有助於農村發展的行動，在整個社會互動中，建構

新的社會關係網絡，大家對於農村共同擁有農業多功能性的認同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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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為體現農業多功能性價值的場域，

藉此行動者導向分析路徑來實踐灣寶農業多功能性的價值，「幫西瓜找主人成長

工作坊」、「犀利農夫體驗營」二個農村工作坊，檢視行動者是否能透過社會學習

的過程，研究結果得知行動者在農業多功能性價值認知是有轉變，在農業多功能

性研究因子中，除了生產功能沒有認知轉化，「農業文化」、「糧食安全」、「生態」、

「環境教育」功能皆都有正向轉化的認同，尤其「環境教育」功能的影響極大，

從此呼應Ohe學者農場具有教育功能，並將非商品的產出價值內化，實證我國的

農村具有環境教育的功能價值，在未來提供農民這個新的機制的想法，成為一個

可操作的市場。 

在社會學習的過程，行動者對於農村的認知改變，為個人實踐中的農村認識

和認知的前後差異是有轉變，以及參與過程與其他參與者的社會互動和交流，建

構了一個新的社會關係網絡，受訪者們認同農業多功能價值，以及在實踐過程能

反思農業存在的重要性。因此，透過農村工作坊學習農業新知識或技能、交際，

即為通過與他人溝通，或轉化，可以理解知識和重新詮釋，在於個人和團體之間

在努力改善社會和實踐農村價值的集體行動和反思，進而驗證灣寶社區是具有農

業多功能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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